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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 5 个产品获 2018 年度“浙江制造精品”

玉环制造再添实力

本报讯 近日，省经信厅、省
财政厅联合公布了 2018 年度“浙江
制造精品”产品。我市的“永安转
向器”的电动助力转向器系统—
YAC03、“华龙巨水”的球阀、“沪
龙科技”的一体式全自动罗拉车伺
服控制系统、“双环传动”的机器人
高 精 密 减 速 器/SHPR—ESHPR—C、
“海德曼”的 T55 数控机床 5 个产品
榜上有名，占台州总数的五分之
一。此次“玉”字号产品上榜，极
大提升了玉环先进制造业的综合实

力。
据了解，本次入选的产品涉
及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先进交通
装备、关键基础件、高性能工程
机械与智能物流装备等重点领
域。
近年来，我市为打造先进制造
基地，以市场引领创新，以应用促
进发展，大力推进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和新产品研发，积极对接企业需
求，大力宣传工业经济政策，让符
合要求的企业了解并享受相关政

策。为鼓励全市制造企业积极进行
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创新，我市在
《玉环市扶持工业经济发展优惠政策
（试行） 》 中对入选“浙江制造精
品”产品的企业作为重点技术创新
项目给予相应政策奖励，提高企业
申报积极性。
市经信局投资与装备技术科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我市 5 家龙头
制造企业公司的成功入选，将带
动我市各类制造业企业转型升
级，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品

牌培育意识，实现制造产品的附
加值，提升我市先进制造基地的
影响力。
下阶段，我市将加强“浙江制
造精品”的宣传推广和政策支持力
度,促进“浙江制造精品”在政府采
购和工程建设等投资项目中的应
用，进一步拓展浙江制造产品的品
牌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我市
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孙招勇）

昨天是世界肾脏病日

玉环公园门前的一场义诊活动人气旺

我市启动
“玉商精神”征集
本报讯 日前，市委宣
传部、市经信局、市社科
联、市工商联联合举办
“玉商精神”征集活动，征
集内容包括对“玉商精
神”的概括和解读，以此
来深入挖掘和传承“玉商
精神”，弘扬玉商文化，进
一步凝聚推动玉环民营经
济发展的正能量。
据悉，此次征集中，
“玉商精神”的概括要遵循
准确彰显历史传统和鲜明
时代特点，要能准确概括
玉商特点和彰显玉商精
神，体现全体玉商共同理
想和价值理念，且应言简
意赅、通俗易懂，便于传
播和普及，字数控制在 20
字以内；“玉商精神”的解
读可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自

身感受和见闻，说体会、
谈见解、有追溯，要求观
点鲜明，文字流畅，与
“玉商精神”的概括相契
合 ， 字 数 控 制 在 500 字 以
内。
在此，广大市内外关
心玉商发展的个人、团
体、企业可通过电子邮
箱 xc7222213@163.com 进
行 投 稿 （来 稿 须 注 明 姓
名、单位、通讯地址、
联 系 方 式 等）， 征 集 时 间
截 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 。
届时，征集活动结束
后，我市将组织相关部
门和专家学者对“玉商
精神”征集作品进行评
审，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颁发荣
誉证书并给予奖励。
（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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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清港
镇农办联合清港镇葡萄产
业协会举办葡萄春季技术
培训会，邀请金华市农科
院专家吕兴、海盐县农科
所专家杨治元授课，指导
果农开展持续阴雨寡照天
气葡萄园管理措施，科学
应对止损。
培训会上，两位专家
结合葡萄生产管理实际案
例，就 2019 年葡萄行情 ，
葡萄萌芽后花芽不理想、
花芽退化的原因进行分
析，重点就葡萄花芽分化
和稳产栽培、应对阴雨寡

照天气管理配方、葡萄病
虫害防治及水肥管理等方
面进行讲解。
此外，专家还提醒果
农，若出现连续阴雨天突
然转晴，要密切注意温度
变化，慢降慢升，防止日
灼。
据悉，自今年 2 月以
来，我市遭遇罕见的连续
阴雨寡照天气，大棚葡萄
生产形势严峻。对此，清
港镇农办、清港镇葡萄产
业协会举办了此次培
训。
（李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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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检查，嘱咐老人要按时按量吃
药，做到清淡饮食，控制好血糖。
据义诊的医生介绍，目前很多

病人对自身存在的疾病没有清晰的
认识，对肾脏疾病方面的认知更是
缺乏。因此，他们有义务向市民宣

传好肾脏健康的重要性，做到早预
防，延缓肾功能的损害。
（李敏敏 吴铭/文 吴晓红/摄）

市人民医院添一运动平板试验设备

“跑步机”上走一走就能筛查冠心病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医院心内
科添了一台运动平板试验设备，今
后冠心病的初步筛查结果可以在
“跑步机”上走出来。
今年 43 岁的陈女士胸闷不适有
好几年了，但做了心电图检查又查
不出什么问题。针对陈女士的情
况，该院心内科医生高度怀疑其是
冠心病，并建议做个运动平板心电
图。
日前，陈女士按照预约时间来
到运动平板心电图室。她在心内科
住院医师王一的帮助下，连接上仪

3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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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家请进门
支招葡萄园管理
本报讯 昨天是世界肾脏病日，
玉环公园门前分外热闹，玉环中西
医肾病医院和台州市肾脏病学分会
在这里组织主题为“人人享有肾脏
健康”的公益筛查活动，10 余位医
护人员现场为市民开展免费量血
压、测血糖、健康咨询等服务，普
及肾脏疾病方面知识。
一大早，闻讯赶来就诊的市民
络绎不绝，大家排好队逐一检查。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忙着为他们量
血压、测血糖、发放健康手册，普
及肾脏疾病方面知识；专家医师则
为患者“把脉问诊”，为病人仔细诊
断病情，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各种
疑问。
家住垟青大厦的陈大爷有 30 多
年的糖尿病史，看到家门口有肾病
专家义诊就来瞧一瞧。
“陈大爷，您今天的血糖达到
16.7 （毫摩尔/升），血糖最近控制的
不好，必须注意饮食和吃药。”义诊
中，台州市肾脏病学分会成员余海峰
询问了陈大爷的病情，建议他定期到

玉环市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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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并在“跑步机”上规律运动，
医生则在一旁进行监测。
在 10 分钟的检查中，“跑步机”
每 3 分钟会提升一个坡度和速度。7
分钟后，心电图提示陈女士出现轻
度 心 肌 缺 血 ， 心 率 达 120 次/分 钟 ；
到 8 分钟时，陈女士脸色开始发白，
额头上冒冷汗，出现明显的胸闷胸
痛症状，心电图提示显著心肌缺血。
见此情形，王医生叫停了试
验，并让她卧床休息。几分钟后，
陈女士心肌缺血的心电图表现逐渐
消失。经进一步诊断，陈女士被确

诊为冠心病，目前，她正在积极进
行后续治疗。
陈女士做的运动平板试验是诊
断冠心病的一种辅助手段。简单来
说，就是让病人在“跑步机”上运
动，通过完善的心脏检测系统，同
时记录心电、血压等指标，了解运
动状态下的心电情况。
“通过适量运动来增加心脏负
荷，使心肌耗氧量增加。如果冠状
动脉有病变，就不能满足心肌需氧
量的增加，此时心肌就会发生相对
缺血，从而引起心电图的改变。”王

医生说，医生通过采集和观察运动
过程中的心电图变化来评估心脏所
出现的问题。运动平板试验是对可
疑或已知心血管病，特别是冠心病
进行的简单、经济、相对安全的无
创性诊断试验。
王医生提醒，该试验需经过专
科医生诊断后开展，并在医生的指
导下进行。对于平时有胸闷但心电
图检查正常，有怀疑患冠心病或心
电图检查有轻度异常的人群，可到
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以尽早发现
冠脉病变。 （李敏敏 吴铭 徐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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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合力助推教育发展
本报讯 连日来，大麦
屿街道组织部分市人大代
表及乡贤人士到辖区中小
学校开展教育专题调研，
多方面、多形式了解教育
工作现状，查找问题，助
推教育事业发展。
调研中，人大代表及
乡贤人士先后实地走访了
陈屿中学、陈屿中心小
学、古顺学校等，听取学
校负责人关于学校基本情
况的介绍，并深入了解各
所学校的校园文化、教学
环境、生源与师资情况及
软硬件设施建设。期间，
人大代表及乡贤人士还分
组与学校骨干教师深入沟
通，详细了解他们的思想
动态及对学校发展的建

议。
座谈会上，人大代表
及乡贤人士结合调研情
况，从学校管理、教师
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
设、尊师重教氛围等各
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同时希望政府和学校要
进一步加快校园建设，
提升教学质量，推进教
育均衡优质发展，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
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及乡
贤人士的作用，让社会各
界共同关心教育，增强学
校办学活力，从而全面提
升教育质量水平，增强群
众对教育事业发展的信
心。
（陈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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